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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质量发展系列 — 产业政策或全面升级  先进制造业鹏程万里 
中国人民银行 2019 年 8 月 9 日公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，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的中长期融

资，并提到央行已在 MPA 评估中将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纳入考核。国家大力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信号

逐渐明确，预计未来将有更多扶持政策推出。 

科技 5G 行业 — 2019 看预期  2020 看业绩 
2019 年是 5G 商用元年。6 月 6 日，工信部下发 5G 牌照，主流手机企业即将陆续推出 5G 机型。消费者对 5G
的预期，可能使换机需求延迟，导致 2019 年下半年手机销量低于预期，但会助推 2020 年 5G 手机和行业总量

的超预期。2020 年，5G 相关产业链有望迎来销量和业绩爆发，带来电子和通信板块的 “大年”，优势公司盈利

有望实现快速增长。投资层面，2019 年建议关注产业链预期改善带来的普涨机会，2020 年或将迎来业绩兑现

带来的分化行情。 

其他摘要 

温氏股份 (300498 CH; 39.46 元; 目标价: 56 元) — 母猪存栏企稳  猪鸡共振可期    
2019 年二季度生产性生物资产环增 1%，我们估计公司母猪存栏已趋企稳、有望从三季度起恢复增长。公司首

次提出实现 7,000 万头出栏量的战略目标，长期增长可期。蛋白缺口有望带动猪鸡价格双双上行，公司的双主

业或现盈利共振。目标价 56 元，建议关注。 

资料来源：相关公司、中信证券        风险等级：由低至高分 1至 5 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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